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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不降反增，员工不减反多。
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贵族真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车间里机器轰鸣，
300余名工人正加紧赶制订单。公司
董事长白明军说，公司能够迅速复工
达产，离不开市里派来的“店小二”。

“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全力当好
店小二。”6月，湖北印发通知要求，
全省各地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大力
弘扬“店小二”精神，全力帮助企业纾
困解难，把服务送到企业急需处，让
千千万万的经济细胞活跃起来。

特殊时期有特殊之举。
今年，中央财政赤字规模比去

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

抗疫特别国债，全部转给地方，建立
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
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此外，今年以来，一段时期免收
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降低工商业
企业电价、降低电信资费、减免相关
政府性基金收费等一系列降费措施
出台，为企业纾困发挥了积极作用。

6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
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必须在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特
别是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
策作用同时，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
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推动金融机

构与企业共生共荣。
会议明确，已定的降费措施要说

到做到，落实到位。通过将降低工商
业电价5%、免征航空公司民航发展
基金和进出口货物港口建设费、减半
征收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政策延
长至年底，并降低宽带和专线平均资
费15%，连同上半年降费措施，全年
共为企业减负3100多亿元。

“这是十分具体且有针对性的部
署，对于助力企业发展、推动经济平
稳运行都将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社
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
副主任何代欣说。（新华社北京7月
11日电 记者齐中熙 赵文君 樊曦）

“我家新装了50兆宽带，不仅能上
网，还能看数字电视，网络让我们和外
面的世界连通了。”村民多来提别克·
吾守尔说。

近日，新疆海拔最高的县——塔
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全部行政村农
户接通了光纤，至此喀什地区所有行
政村实现了光纤到户，打通了当地长
期以来脱贫致富的“瓶颈”。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之
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突如
其来的疫情让任务更重、挑战更大。
攻克最后551万人的“贫困堡垒”，需要
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

——财政部累计下达2020年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396.36亿元，分配
重点向“三区三州”和贫困人口多、贫
困发生率高、脱贫难度大的深度贫困
地区以及挂牌督战地区倾斜。

——上半年，52个挂牌督战贫困
县2020年已外出务工281.47万人，是
去年外出务工人数的110.61%。25个
省份已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2830.91

万 人 ，是 去 年 外 出 务 工 总 数 的
103.73%。

——金融机构进一步完善扶贫小
额信贷有关政策，包括扩大扶贫小额信
贷支持对象、延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还款困难的扶贫小额信贷还款期限等。

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上半年，贫困人口“三保障”和饮
水安全问题基本解决，易地扶贫搬迁
基本完成，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数量
整体超过去年。

公益岗位、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
间等在带动贫困人口脱贫方面持续发
力，消费扶贫行动稳步推进。

上半年，中西部22个省份扶贫公
益岗位安置433.2万贫困人口；已开工
扶贫项目40.86万个，开工率95.24%；
已复工扶贫龙头企业28057个，复工
率98%，吸纳贫困人口就业82.4万人；
已复工扶贫车间 30119 个，复工率
99.6%，吸纳贫困人口就业39.4万人；
共认定63278个扶贫产品，东部9省市
消费扶贫金额220.63亿元。

家住青海省西宁市的贾永红至今
还清楚记得，最困难的时候，她甚至掏
不出钱给女儿买学习用品。丈夫去世
10多年来，她先后在工地上做饭、帮超
市送货，始终没有一份稳定工作。

2016年以来，西宁市对贫困边缘
群体进行精准帮扶，一系列“弱有所
扶”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建设，编织起更
大、更密、更有温度的社会救助网络。

“政府帮我提供了公益性岗位，
每月有了固定生活来源，公租房租
金减免70%，女儿一年有1000元的
学费补助，每逢年节还有补助金。”
贾永红说，最灰暗的日子过去了。

越是困难，越要加大民生领域
投入力度，保障民生的基本运转。
今年以来，一系列兜牢基本民生底
线的清单任务直指民生关切：

——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
上；

——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
准增加30元；

——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

——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
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

——对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
保，将符合条件的城镇失业和返乡
人员及时纳入低保……

解民忧、暖民心。一项项硬核
措施织就一张严密的保障网，有效
兜牢基本民生底线。

为了缓解残障学生生活困难，
近日，南方电网贵阳乌当供电局组
织志愿者们来到贵阳市乌当区特殊
教育学校，为他们带去一堂电力科

普课堂，同时为孩子们送去急需的
学习和生活用品。

“这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增长
了知识，同时也为他们带去关心和
快乐。”参加活动的一位志愿者说。

今年一季度，全国新纳入低保、
特困人员99.9万人；临时救助因疫
情致困群众310.7万人次；累计为困
难群众1.23亿人次发放价格临时补
贴71.3亿元。

应对疫情，各地及时启动实施
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
钩联动机制。3至6月，价格临时补
贴标准再提高1倍。孤儿、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也被纳入补贴范围。民
政部还特别明确，疫情严重地区可
暂停开展低保对象退出工作，为困
难群众提供保障。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近
期，安徽、江西、湖北、重庆等地发生
大范围强降雨，引发严重暴雨洪涝
灾害。记者11日了解到，为支持灾
区做好应急救灾工作，国家发展改

革委紧急下达救灾应急补助中央
预算内投资3.09亿元，专项用于安
徽、江西、湖北、重庆受灾严重地区
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设施应急恢
复建设。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下达3.09亿元救灾应急资金

支持暴雨洪涝灾害地区抗灾救灾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

者刘夏村）记者11日从应急管理
部获悉，根据江西省请求，国家防
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当日紧急调运190艘玻

璃钢冲锋舟、3000顶帐篷、1万张
折叠床、1万床毛毯和2万床毛巾
被，支持地方抗洪抢险工作。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入汛以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

援队伍共参与各类抗洪抢险救援
4830起，出动消防车7498辆次、
指战员4.68万余人次，营救遇险
被困群众 14866 人，疏散转移被
困群众6.1万余人。

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向江西调拨防汛救灾物资

年中经济观察

当前，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仍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
影响因素。越是面临困难，越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兜”住最困难群
体，“保”住最基本生活，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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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江西省总队机动支队驰援鄱阳县加固圩堤。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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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11
日，南方多地防汛形势严峻。鄱阳
湖可能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江西为
此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长江汉
口站水位已达28.31米，超警戒水位
1米以上；洞庭湖标志性水文站城陵
矶站水位达34.41米，超警戒水位
1.91米。

记者从江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了解到，目前江西境内2545公里的
沿江滨湖圩堤线有2242公里超警
戒，长江和鄱阳湖水位仍在上涨，鄱
阳湖可能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防汛
形势异常严峻。

江西省应急管理厅提供的数据

显示，截至11日11时30分，7月6
日开始的洪涝灾害已致江西省
505.3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40.5
万人，需紧急生活救助15.4万人，灾
情还在进一步统计核查中。

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江西省
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1日
10时将防汛Ⅱ级应急响应提升至
Ⅰ级。

目前，江西已累计投入抗洪抢
险人力41789人，机械设备537台
套，土石方3.31万方。江西要求各
地根据防洪抢险救灾的实际需要，
紧盯险工险段、历史出险点以及穿
堤建筑物等薄弱环节，增派巡查力

量，做到24小时不间断巡查，及时
排查化解险情，确保险情早发现、早
报告、早抢护。

受上游来水等因素影响，长江
汉口站水位11日9时已达28.31米，
超警戒水位1米以上。武汉市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防汛专家组组长
丁心红说，未来几天长江汉口站水
位仍将持续上涨，预计到7月16日，
长江汉口站水位将达到29.2米，防
汛形势严峻。记者当日从武汉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随着长
江汉口站水位持续上涨，武汉江滩
公园当日起实施封闭管理。另据武
汉市洪山区委宣传部消息，因长江

水位超过堤防高度，位于武汉长江
河道中心、四面环水的天兴洲于11
日17时实施扒口行洪。

据介绍，自长江汉口站水位突
破警戒水位以来，洪山区、天兴乡等
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门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开展巡堤查险、处险和转移
安置洲上村民工作，11日早又对全
洲进行拉网式排查，确保除扒口操
作人员外，无村民在洲上。

防汛形势严峻的还有长江支流
阳新富水河。11日6时，长江支流
阳新富水河水位达23.70米，超过
1998 年 23.69 米的历史最高洪水
位。当日17时30分起，连接富水河

与网湖的泄洪闸被拉起，此次分洪
将持续30个小时。

记者又从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
部了解到，随着洞庭湖水位持续上
涨，截至11日10时，洞庭湖区有94
个堤垸 2598 公里堤段水位超警
戒。其中，11个堤垸241公里堤段
出现超保证水位，洞庭湖的标志性
水文站城陵矶站水位达34.41米，超
警戒水位1.91米。

来自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
数据显示，截至7月11日8时，今年
以来的强降雨已导致 14 个市州
484.89 万人次受灾，因灾死亡 23
人，紧急转移安置22.56万人次间。

南方多地防汛形势严峻

鄱阳湖可能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
跻身全球前三

据新华社上海7月11日电（记者何欣荣 贾
远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
告（2020）》11日在上海市虹口区北外滩正式发
布。根据报告，上海首次跻身国际航运中心排名
前三，仅次于新加坡和伦敦。以上海为代表的亚
太地区航运中心，保持了良好的上升势头，全球
航运资源配置能力加速“东移”。

指数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航运中心城市综
合实力前10位分别为新加坡、伦敦、上海、香港、
迪拜、鹿特丹、汉堡、雅典、纽约-新泽西、东京。
从前十强看，5个位于亚洲，4个位于欧洲，1个位
于美洲。新加坡保持领先态势，连续7年夺冠；伦
敦凭借高端航运服务的优势积累，重回次席；上
海在航运硬件设施和软环境建设上持续发力，首
次位列前三；雅典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
作用，排名升至第八位。

中国疾控中心：

北京新发地市场相关疫情
已得到有效控制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王秉阳）中
国疾控中心10日在官网公布了《2020年6月-7
月北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展（二）》，通报
提到，北京市新发地市场相关新冠肺炎疫情已得
到有效控制，河北、辽宁、河南、浙江、四川、天津
也均已有效控制与之关联疫情。

通报提到，初步判断此次的聚集性新冠肺炎
疫情是通过污染环境、物品、人员接触等多种暴露
方式导致的一起较大规模的暴发疫情。疫情迅速
扩散到北京市多个区和其他省份，并在有关市场、
家庭、单位等发生了29起新发地相关聚集性疫情。

通报提到，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及病毒基因测
序结果分析，引起此次疫情的毒株为L基因型欧
洲家系分支I，排除由动物病毒外溢传染人导致
本次疫情的可能。病毒如何引入市场以及在市
场内的扩散、传播机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通报提到，目前北京市等实施的综合防控措施
效果已经显现。自6月13日关闭新发地批发市场
以来已过20多天，接近两个最长潜伏期，相关暴露
人员继续发病风险已基本消除。高风险环境、人群
均已有效识别发现、处置并纳入管控范围。

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
仍居世界首位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王立彬）尽
管全球海运业受到疫情较大影响，我国船舶工业
仍处于新周期回升阶段，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
指标仍居世界首位。

7月11日是中国航海日，自然资源部公布最
新海洋经济数据显示，我国海洋船舶工业呈向好
发展趋势，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在全球仍具竞争
力。全球权威航运造船机构公布上半年数据显
示，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均居世界首位，新承接订
单量占全球承接份额的65.4%，手持订单占全球
订单量的48.3%，完工交付量占全球的37%。

据自然资源部发布《2019年中国海洋经济统
计公报》，2019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止降回升并
实现较快增长，重点监测的规模以上海洋船舶企
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3.5%。全年实现增加值
1182亿元，比上年增长11.3%。

除中高风险地区外
进返京人员不需核酸阴性证明

据新华社北京7月11日电（记者吴文诩）记者
从11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
发布会上了解到，为精准做好进返京人员健康管理
服务，除中高风险地区外，全国其他地区进返京人
员，不需在进返京时提供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建表示，当前，全国
疫情形势总体保持平稳，北京疫情呈现持续向好态
势，在继续抓好各项防控措施不放松的前提下，为有
序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精准做好进返京人员健康管
理服务，在常态化防控下，除全国中高风险地区进
返京人员须持有到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外，全国其他所有地区进返京人员持健康码“绿码”、
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
流动，不须在进返京时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7月11日，北京新发地市场第二批集中隔离
人员陆续解除隔离。目前，丰台区正在按照解除
隔离人员的实际情况，分批次有序开展转运安置
工作。

图为解除隔离人员在新发地市场内等待乘坐
接驳车前去取车取物。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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